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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1000�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一楼迎宾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437,2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21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尹强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7人，副董事长刘宏先生、董事席晟先生、独立董事卓福民先生、独立董事刘杰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许黎霞女士、监事陈晔女士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沈侃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396,412 99.99994 100 0.00006 0 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437,113 99.99995 100 0.00005 0 0.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36,433,487 99.99973 100 0.00027 0 0.00000

7

《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6,433,487 99.99973 100 0.00027 0 0.00000

8

《关于2019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融

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36,433,487 99.99973 100 0.00027 0 0.00000

9

《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6,433,487 99.99973 100 0.00027 0 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第7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郑伊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日

汇添富鑫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鑫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瑞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08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2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汇添富鑫瑞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5月2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9年度第2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瑞债券A 汇添富鑫瑞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089 004090

截止基准日下

属分级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282 1.0518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102082688.08 52.6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 0.1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6月5日

除息日 2019年6月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6月1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2019年6月5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折算成基金份额， 并于2019年6月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6月10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

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现金红利划出托管户的日期。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3、本基金A类、C类份额可以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4、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

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于权益登

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5、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

分配有效，而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6、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

有本基金，其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7、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

不同的分红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8、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

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基金分红后，受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基金净值低于初

始面值的风险。

9、咨询办法

（1）代销机构：挖财基金、苏宁基金、钜派钰茂、朝阳永续、伯嘉基金、电盈基金。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公司网站（www.

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

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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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江苏国信” ）2018年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524,934,381股，占公司总股本3,778,079,704股的比例为13.89%。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6日。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需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中针对大股东、特定股东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

一、 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及股本情况

2017年12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1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50,629,064股新股。2018

年6月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的524,934,38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每股面

值1.00元，发行价格为7.62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上市日期

1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9,947,506

2018年6月6日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8,740,157�

3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3,123,359�

4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123,359�

合计 524,934,381 ———

截止到2019年5月24日，公司的总股本为3,778,079,704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3,239,127,

6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73%。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资本” ）、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调基金”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国际集团” ）和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基

金”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截止到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况。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也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

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524,934,3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8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4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

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是否存在冻、

质押

1

深圳华侨城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419,947,506 419,947,506 11.12% 否

2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78,740,157 78,740,157 2.08% 否

3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13,123,359 13,123,359 0.35% 否

4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13,123,359 13,123,359 0.35% 否

合计 524,934,381 524,934,381 13.89%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3,239,127,607 85.73% -524,934,381 2,714,193,226 71.84%

高管锁定股 0 0 0 0 0

首发后限售股 3,239,127,607 85.73% -524,934,381 2,714,193,226 71.8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538,952,097 14.27% 524,934,381 1,063,886,478 28.16%

三、合计 3,778,079,704 100% 0 3,778,079,704 1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江苏国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江苏国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

2、江苏国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

售承诺；

3、江苏国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本次申请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中信建投对江苏国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信建投证券关于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

元)

净资产(万

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左中右(重庆)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50%股权

2772.56 1798.3

标的企业主要经营电动汽车租赁，包含电动汽车长租、短

租、以租代购，现有康迪K10、康迪K11、康迪K17等电动汽

车623辆，目前出租率为65.3%。 2018年标的企业营业收

入270.67万元。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17.47

2

重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机场有

限公司34%股权

2327.31 1985.06

标的企业主要利用自有资金开展通用机场的投资、 经营

管理、机场场道维护、通用航空信息咨询等服务，随着国

家低空领域飞行的开放， 标的企业未来存在较大上升发

展空间。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4.9204

3

重庆科瑞弘发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50.98%股权及334.2549万元

债权

2640.37 1439.62 946.3972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价（万元）

转让底价(万

元)

1

重庆市九龙坡区香榭街66

号附6号1-1号等5处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九龙坡高新区核心区域，所处楼盘为西亚怡顺佳苑，建成

年代约2006年，物业类型为社区临街底商，水电气讯均通，建面382.68�

-1087.53㎡不等，采取分零转让。 标的所在区域人流量大，车流密集，生

活配套及公共设施齐全，交通优势明显。 转让价格低于同区域商业均价

约20%，收益丰富稳健。

详情咨询：乔一 023-63625300；13648330141

2975.38 2678

2

渝中区美专校街10号第1层

部分等3处房产

标的位于渝中区美专校街，建面131.19�-�2561.75㎡不等，有租赁，采取

分零转让。 标的所在地区域人流量大，车流密集，道路绿化状况较好，生

活配套及公共设施齐全，属于较成熟商住区。

详情咨询：张影 023-63622382

4660.24 4834.72

3

沙坪坝区大桥村柏林湾组

50号附20号（兴隆苑小区）

等38处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所处楼盘为兴隆苑小区，建成年代约2013年，

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为“六通一平” 熟地。 建面51.48-�

211.28㎡不等，部分带有租赁，采取分零转让。

详情咨询：张影 023-63622382

2540.18 2540.18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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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 公告编号：

2019-L036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德” 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19年5月31日收到股东王

健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名董事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与王健先生沟通确

认后，王健先生根据我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公司提出增

加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临时议案，并提请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临时提案主要内容：

《增加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临时议案》

提名纪晓文先生、秦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临时提案增加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不存在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情

况。 本次新增提名两名董事候选人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截至发函日，王健先生持有公司9,143,134股的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的5.19%，有权在股东大会召

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

前述提案人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法定资格，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及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将依法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日

附件：

纪晓文先生简历：

纪晓文，男，中国国籍，汉族，1972年出生，天津大学经济法、工业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山东大学

EMBA，获得律师资格、证券从业资格、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先后任职中国银行山

东省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经查询，纪晓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秦丽华女士简历：

秦丽华，女，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先后任职江苏省海安县机械总厂安检员、海安荣润德贸易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查询，秦丽华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

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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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19年6

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00在山东省德州市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9

年6月1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D005）。

2019年5月31日，公司收到持有公司5.19%股份表决权的股东王健先生提交的《关于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提议函》，提请将《增加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临时议

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前述提案人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法定资格，其提案内

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且提案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依法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并表决。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上述临时提案主要内容予以公告，详见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收到股东临

时提案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L036）。

除上述增加的临时议案及调整有关编码序号外，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公告的《关于召开2018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载明的其他事项均保持不变。 现将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补充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召

开。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2019年6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下午

15:00至2019年6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于2019年6月1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八东路董子文化街弘义街17号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1、《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2、《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4、《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5、《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6、《续聘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案8、《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议案9、《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经持股超过3%的股东临时提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5月31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特别提示：

上述议案9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选举，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4、议案6、议案8、议案9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需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续聘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

8.00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9.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9.01 选举纪晓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秦丽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时间：2019年6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二）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

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19年6月13日下午16:0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地址：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八东路

董子文化街弘义街17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253002，传真：0534-7059761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会期一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4-7059761；13875899729

联系人：张彬 朱小艳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王健先生《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的提议函》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72” ，投票简称为“瑞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

时间为2019年6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单位（个人）出席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18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00 《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6.00 《续聘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8.00 《关于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投票数

9.00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9.01 选举纪晓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2 选举秦丽华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 ） 受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授权委

托，指派本所张广怡律师、郭世航律师，

发表以下律师声明：

1、根据截止本声明发布之日的工商

登记文件记载， 崔军先生有效持有公司

50%股权，为公司大股东。 崔军先生是公

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 除崔军先

生授权的人士外， 其他任何人士均无权

代表公司。

2、 依据一份签署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的授权书，崔军先生已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委

托崔雯雯女士代为行使， 委托期限自

2018 年 11 月 16 日起直至崔军先生书

面撤销委托止。

3、 依据一份签署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的任命书，崔军先生作为公司的执

行董事，已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

第十六条第(9)项的规定，聘任崔雯雯女

士为公司经理。 崔雯雯女士依法有权主

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除崔雯雯女

士外， 其他任何人士均无权主持公司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

4、依据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上海

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 成健先生已被免去公司监事职务，

陈宇先生被选举为新的监事，任期三年，

自 2019年 3月 15日至 2022年 3月 14

日止。

5、崔军先生已将其保管的公司唯一

经合法程序刻制并备案的公章交崔雯

雯女士保管， 除崔雯雯女士保管的公

司公章外， 其他任何所谓的公司公章，

均涉嫌伪造， 将依法追究相关的法律

责任。

6、本律师是唯一经公司合法授权的

法律代表， 本律师将依据公司的授权依

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张广怡 律师

郭世航 律师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二 0一九年六月三日

律 师 声 明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98)仅反映投资账

户截止 2019 年 05 月 30 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06 月

04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

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

公 司 网 站 ：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3029�

20.4157�

30.5338�

14.9149�

10.9843�

12.9633�

11.2885�

12.7233�

9.8521�

5.4046�

10.2694�

10.3102�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１１３．５３５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０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因赛集团”，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８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５３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２

，

１１３．５３５５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８．５３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６０．０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３９．９８％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５３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９６％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０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０４％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９５３

，

５０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１３

，

３０１

，

５０３．７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７６

，

４９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２６４

，

３９６．２３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１０３

，

３６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４

，

７６８

，

５９０．３９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９９２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２

，

９２７．７６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西藏雪峰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雪峰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２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３

周军 周军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４

王建国 王建国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５

李迪初 李迪初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６

王新才 王新才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７

单建明 单建明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８

沈国连 沈国连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９

张力新 张力新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１０

黄厄文 黄厄文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１１

金小平 金小平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１２

李铁骥 李铁骥

１６６ ２

，

７４３．９８

合计

１

，

９９２ ３２

，

９２７．７６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７８

，

４８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９７

，

３２３．９９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７１３％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

８７５５５２９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

日


